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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當日揶揄曾俊華

■「佢（曾俊華）平時做嘢好似hea吓
hea吓，但劍術好叻就係人都知，原
來佢今年政府換屆之前，曾諗過一
旦冇得留低，會上武當山拜師學太
極。查實佢平日向記者、議員耍太極
已步入化境啦，咁都仲諗住上山學
藝，真係學無止境！」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公佈任內第四
份預算案，外界劣評如潮，他在記者
會被問及是否抱着看守政府心態
『hea做』預算時，如被刺中死穴般，
激動滿臉通紅反駁，揚言從沒有像
他如此進取的『看守政府』。」

■「鬍鬚曾一句『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
嘅忙碌』，真係反映佢同小市民天各
一方嘅心情。」

■「品客又做埋天氣先生，話香港近排
已變得又暖又濕又大霧，……話港
人每天匆匆忙忙，唔夠浪漫聞下路
上花朵香氣。唔怪得鬍鬚曾嘅中產
定義係飲咖啡同埋睇法國電影啦，
佢真係夠晒離地。」

■「（曾俊華）年薪逾400萬仍自稱『中
產』，辣㷫不少港人。」

■「近日『龜縮』寫網誌、無高調參與反
佔中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則以
56.3分首次成為民望最高的司長。」

■「曾俊華聞問責即時縮沙」

■「（曾俊華）拒答提問稱『唔記得你問
乜』」

資料來源︰該報標題及內文
整理︰連嘉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對特首選舉的操控由幕
後跳到台前，以《蘋果日報》為宣傳工
具「捧曾貶胡」，稱與曾俊華票源相近
的胡國興意在界刂票。多個政黨及立法會
議員均炮轟黎智英，為達政治目的，公
然踐踏新聞自由，更暴露黎及其傳媒機
構所高舉的「新聞自由」，實質只屬
「黎式自由」，是用作打擊政治對手的
工具，毫無認受性及可信性。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真正的言論自
由及新聞自由，絕非黎智英所奉行的
「順我者的言論自由」。在各級選舉期
間，黎智英經常利用名下的傳媒機構唱
衰政治對手。不過，隨着市民對選舉的
認知逐漸成熟，相信不少人明白這些企
圖影響選舉結果的抹黑言論，是毫無認
受性及可信性的。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坦言，胡

國興的政綱較貼近反對派，卻受到黎智
英旗下傳媒的猛烈攻擊，證明他們並非
理性分析事件，而是為了「造王」，塑
造曾俊華才是「唯一選擇」，以求推高
曾的支持度。

不合黎意 即遭抹黑
民建聯中委、沙田區議員李世榮指

出，黎智英在評論中稱胡國興有Freud-
ian slip（不小心透露自己心聲），其實
正正是「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黎慣
用文批的手段，將不合黎智英意的所有
人，抹黑為「民主、自由」的「敵
人」，反映他本人才是「真獨裁」。
他坦言，黎智英為了維護其「政治

利益」，一直利用自己的媒體唱衰政
敵，漠視傳媒道德已是人所共知的，如
今的評論更明顯向其黨羽施以硬命令，
粗暴地試圖干預選舉，相信公眾都會明
白。

各界批「黎式自由」真獨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金主」黎智英撰文批評特首候選人胡國
興、批評支持「長毛」梁國雄參選的韓連
山、批評《蘋果日報》評論版編輯「天真無
邪」刊登韓連山的文章，霸道至此，屢收
「肥水」的反對派政黨如何回應？公民黨前
主席余若薇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非但未有
捍衛新聞自由，更為黎智英辯護稱「每人均
有發表言論的自由空間」。該黨主席梁家傑
則「小罵大幫忙」稱，應有證有據才作評
論，但相信該言論不會影響胡國興選情。
余若薇昨日未有正面回應「黎干預」事
件，只稱每人均有發表言論的自由空間。雖

然撰文點名批評個別候選人、干預選舉的是
黎智英，但余若薇隨即把矛頭指向中聯辦，
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過去「說了很多東
西」，故張曉明才是「最有權干預選舉的
人」云云。事實上，張曉明此前並無就個別
候選人作出點評。
曾收黎智英捐款的梁家傑稱，與黎智英
「唔係好熟」，但稱對方在發表任何意見
前，應該先行求證，待有證有據後，才作出
個人的評論，否則便會「流於附和」或「人
云亦云」。至於黎的言論會否影響到胡國興
的選情時，他則聲言，行政長官選舉為「小
圈子」選舉，只有約1,200名選委，他們心
中有數，不易受到影響云云。

記協又批評又淡化
向來喜歡插手傳媒機構內部編採自由的

記者協會，其主席岑倚蘭昨日接受查詢時雖
稱，黎智英在沒有根據的情況下作出任何批
評，都是不負責任的，但同時幫口稱知悉胡
國興及被點名批評的韓連山，已在《蘋果日
報》作出反駁。

黎礙編輯自主 反對派護短

翻查過去《蘋果》對曾俊華推出財
政預算案的報道，幾乎都是一面

倒地批評，就連2008年曾俊華首份名
為「派糖」的預算案，亦被該報大字標
題寫道《財爺開庫派錢派到赤》，其後
2009至 2015年的財政預算案，不是
「孤寒財主」就是「hea 做」（見
表），但到2016年曾俊華開始出現有
意參選特首的苗頭，有關評價才變得較
為正面，並為他大字標題「預算案係畀
香港人」，以提升其形象。

預算案罵足八年
曾俊華擔任高官多年，能力如何有
目共睹，《蘋果》過往對他亦有諸多不
滿，批評他「平時做嘢好似hea吓hea
吓」、「向記者、議員耍太極已步入化
境」，並稱其守財奴心態是「與民為
敵，全城喊打」。該報社評亦曾批評曾
俊華派糖派出民憤是「能人所不能」，
並斥他未能解決樓價問題等。
過去被踢爆收「肥水」的反對派中人，
當年亦向《蘋果》大力炮轟曾俊華。其中
民主黨就曾有劉慧卿批評曾俊華「守財
奴」、何俊仁批評曾俊華「大量結構性社
會問題仍未解決」、李永達更曾就單位供

應問題直斥曾俊華應問責下台；公民黨梁
家傑亦曾批評曾俊華推翻諮詢結果，更
聲言若曾未能解釋就應問責下台。
當時仍為公民黨成員的湯家驊亦曾

稱「曾俊華至少應向港人公開道歉」。
對於曾俊華在2014年時設下數以百億
元計的「房屋儲備金」，梁家傑直斥他
只是「維持其守財奴做法」，將公帑
「放埋一邊」。

去年起不再炮轟
有關狀況在2016年曾俊華開始出現

有意參選的苗頭時轉變。除了《蘋果》
不再炮轟曾俊華「hea 做」或「守
財」，甚至報道方向變成「預算案係畀
香港人」外，民主黨亦罕有表明投票支
持預算案。
自從曾俊華辭任財政司司長展現其

有意參選的態度後，《蘋果》更主力及
詳細報道曾俊華的正面新聞，就連以往
該報自己亦大肆宣揚的「hea做」評
價，也漸漸得到「平反」，在報道中藉
受訪者言論為他「拆局」，稱他是「危
機意識高，做足防禦措施」、「如果
Hea住做都做到九年嘅財政司司長，咁
都幾叻」云云。

本報一連兩日剖析了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

外國勢力的關係、與其

多年捐出政治獻金的反

對派政黨的「合拍互

動」，及他由幕後跳到台前的操控選舉圖謀。除了這些「微妙」

關係和舉動，旗下傳媒尤其是《蘋果日報》在黎智英的指令下，

也由過去曾俊華任財政司司長期間，每逢推出財政預算案都大力

「倒曾」的媒體，180度轉身變成今日在特首選舉中，大力將曾俊

華「捧上神枱」的媒體。

一個參與特首選舉的轉折，曾俊華在《蘋果日報》所獲的評價

就大有不同，由以往「離地」、「全民喊打」的「守財奴」，變

成今日「貼地」、「民望高企」的「薯片叔」，連多年「hea做」

亦可變成「有危機意識」、「咁都幾叻」。

該報對曾俊華前倨後恭的態度，搭上特首選戰的時間點，再加

上黎智英日前在該報撰文點名批評曾俊華的對手胡國興，企圖操

控選舉的野心表露無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連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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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財爺開庫派錢派到赤 今年
盈餘1156億來年赤字75億」

2009年：「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去年『派
糖』派到財赤，今年卻變成『孤寒財
主』，昨在財政預算案提出的紓解民困
措施乏善足陳。」

2010年：「預算案冇承擔曾俊華等收
工 例牌菜退稅減差餉無助解決深層次矛
盾」

2011年：「盈餘713億仍不退稅 抗通
脹乏力基層叫苦 全城喊打曾俊華」「財
爺曾俊華一掟六千蚊出嚟就成功轉移視
線，依家冇人理佢hea做預算案。」
「6,000元不會蒙蔽理智，面對跛腳鴨
政府發表史上最爛、最短視的預算案，
除了憤怒不滿，更應發聲怒吼。」「明
明是派錢爭民心反而越派越失民心，越
派越激發抗議之聲，特區政府及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先生實在『能人所不能』，
令人慨嘆不已。」

2012年：「預算案五年例牌菜 曾俊華
hea到尾」「五年如一日，正是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08年起、五份財政預算案的
最佳總結……有議員指其告別作貫徹保
守作風，『hea住來，hea住去』。」
「工黨李卓人批評曾推出的預算案『多
年來都咁爛』，『希望你唔使hea埋下
屆，否則市民真係無運行』。」

2013年：「你有你水深火熱， 司長我
有我hea住！」「出口術加稅 拒搞全
民退保曾俊華推防左預算案」「上層下
層同罵財爺守財奴 施永青：依家係審慎
過份」

2014年：「曾俊華7份預算案 今年最
低分 被鬧守財奴 年年估錯數」「紓困
無望 基層舉『尾指』」「曾俊華維持

「估錯數」作風，去年預測本財政年度
有49億元赤字，今年埋單則盈餘約120
億元，庫房儲備增至7,459億元，約等
於21個月政府開支。」

2015年：「曾俊華昨發表梁振英政府任
內第三份財政預算案，一如以往，開支
收入再次估錯數。」「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先生公佈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沒有提
出任何處理樓市，特別是細價樓狂潮的
措施實在教人不安，擔心特區政府忽略
了這個對經濟及金融安全最大的隱
患。」

2016年：「財爺派糖388億 薪俸稅退
75% 上限兩萬」「預算案係畀香港
人」 財爺譴責暴力卻不迴避責任 學者
讚比梁高明」「談真本土被視為參選宣
言」

資料來源︰該報標題及內文 整理︰連嘉妮

《蘋果》對9份「曾預算」的報道評價

■■黎智英意圖操控特首選舉黎智英意圖操控特首選舉
由幕後跳到台前由幕後跳到台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公民黨前後任主席余若薇與梁家傑未公民黨前後任主席余若薇與梁家傑未
有批評黎智英的霸道評論有批評黎智英的霸道評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hea」

「離地」

「龜縮」

■「多年來未有
協助社會上最
有需要人士」

■「大量結構性
問題未解決」

■「問責下台」
■「向港人公開

道歉」


